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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0                             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公告编号：2020-054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旭蓝天 股票代码 00004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正军 刘莹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 1 号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1011 号鸿基大厦

25 楼  

电话 010-63541562 0755-82367726 

电子信箱 sz000040@dongxu.com sz000040@dongx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26,923,470.21 5,232,670,823.45 -7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0,921,357.25 92,708,552.72 -40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1,170,970.90 15,625,720.43 -1,835.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6,842,566.29 1,849,274,935.12 -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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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9 0.062 -404.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9 0.062 -404.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0.63% -2.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0,276,780,245.82 30,987,232,190.53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30,239,445.52 13,411,944,757.84 -2.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1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旭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04% 580,419,914 423,673,200 

质押 580,419,914 

冻结 580,419,914 

前海开源基金

－浦发银行－

国民信托－国

民信托·证通 7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基金、理财产品等 2.89% 42,971,601 0   

天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产品 

基金、理财产品等 1.80% 26,740,000 0   

鹏华资产－平

安银行－鹏华

资产锦富 1 号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1.05% 15,600,000 0 

质押 15,600,000 

冻结 15,600,000 

#赵春来 境内自然人 0.57% 8,456,001 0   

海富通基金－

宁波银行－民

生信托－中国

民生信托·至信

167号宝安定增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0.41% 6,055,076 0   

国泓资产－宁

波银行－西藏

信托－鼎证 47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基金、理财产品等 0.36% 5,414,494 0   

施成才 境内自然人 0.35% 5,184,600 0   

#王逑 境内自然人 0.28% 4,210,000 0   

#程嘉媛 境内自然人 0.20% 3,04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获悉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尚未获悉是否属于《上市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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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如下： 

1、赵春来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456,001 股。 

2、王逑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210,000 股。 

3、程嘉媛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44,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影响，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凸显。面对严峻

的经济形势，公司通过优化队伍重构组织架构激发团队活力、狠抓精细化运营推行全面预算管理等手段，

利用现有资源寻求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内生动力，继续推进“智慧能源+环保治理”的发展模式，力争巩

固公司环保新能源综合服务商的市场地位。 

本报告期内，公司自持光伏电站的压舱石作用继续显现，运维体系生产技术、生产经营与营销管理全

面提升，发电量实现稳定增长。截止2020年6月底，公司所拥有的光伏电站并网装机量1.21GW，共计54座

电站遍布全国十多个省市地区，上半年累计发电量6.8亿度，超发3000万度，资产管理水平和运维效率持

续提升。另外，2020年符合政策条件的新能源发电补贴落实政策向好，公司正在积极申报符合条件的项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既定的新能源海外发展战略暂未实质落地，未来公司仍将继续关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发展机遇，抢滩海外光伏组件及工程业务。 

除光伏发电业务外，公司新能源及生态环保工程类业务受宏观经济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影响，推进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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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未能实现既定业绩目标。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重新梳理工程类业务体系及方向，剥离部分原

有利润低、风险高的项目，重构组织架构、整合营销团队，努力抓生产、抢工期、保营收、促回款。公司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借助《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的落

地，探索与国企合作的业务模式，依托其强大的资金和资源优势，降低公司项目融资难度、增加获取订单

的市场竞争力，保证公司稳定经营。 

公司供应链业务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上半年业务规模大幅缩减。除此之外，为更好的聚焦新能源及

生态环保主业，公司及时调整业务及资产结构，剥离了部分物业资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7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2.81亿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302.77

亿元，归母净资产为131.30亿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编制。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执行新收

入准则对2020年期初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账面价值 2020年1月1日账面价值 

资产   

其中：存货 2,482,258,945.56 235,555,217.28 

合同资产  2,246,499,895.74 

负债   

其中：预收账款 865,198,029.07 1,578,390.60 

合同负债  863,415,805.93 

（2）本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的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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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

得时点 

股权取

得成本

（万元）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

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收

入（万元）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净

利润（万

元） 

武安市普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020.4.30 23,000.00 100.00 非同一

控制企

业合并 

 

2020.4.30 支付股权对价；

实际控制 

466.15 273.12 

2、本期新设增加的子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关系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直接 间接 

义县弘吉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 100.00 

义县旭阳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 100.00  

北京绿产国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  5,000.00 

佳木斯市旭宏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 100.00 

3、本期减少合并范围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

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

置投资对应的

合并报表层面

享有该子公司

净资产份额的

差额 

深圳市鸿基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31,000,000.0

0 

100.00 协议转让 2020.2.29 权力机构批准，收到股

权转让款且完成财产交

接，收益和风险转移 

15,928,398.35 

东旭制胜 ( 厦

门)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 

1.00 51.00 协议转让 2020.6.30 权力机构批准，收到股

权转让款且完成财产交

接，收益和风险转移 

44,829.18 

合计 31,000,001.0

0 

    15,973,227.53 

续前表：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比例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账面价

值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

值重新计量

剩余股权产

生的利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公

允价值的确定

方法及主要假

设 

与原子公司股

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投资损益

的金额 

深圳市鸿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东旭制胜 (厦门 )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备注：子公司深圳市宝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于本报告期出售。 

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公司子公司大名县旭蓝新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嘉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旭宁盛荣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茌平正旭新能源有限公司、南乐东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三门振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旭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涞源县旭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高安旭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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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龙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旭木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旭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扬州旭可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莱芜市旭蓝新能源有限公司已于本报告期注销。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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